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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盐
■ 夏丽柠2021 年的教育领域不同寻

常，“五项管理”和“双减”政策，从

规范作业管理到压减学科类校外

培训，到学校实施“5+2”课后服

务、规范考试行为，一系列的减负

举措形成巨大的合力，直指学生

学业负担，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健

康成长。

国家的政策目标明确，就是

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扭转教

育“内卷”的倾向，这关系到民族

的复兴与祖国的未来。然而，面对

突如其来的教育变革，在习惯将

孩子送到补习班、习惯让孩子疯

狂刷题、习惯于盯着孩子成绩不

放的氛围中，家长一时间不知所

措，倍感迷茫，在支持国家教育治

理的同时，新一轮的教育焦虑笼

罩着家长的心头。家庭教育如何

应对变革，如何顺应时代需求，如

何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这些成

为摆在家长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教育深度变革的进程中，

推进家校共育，协同育人，充分发

挥家长的主观能动性，尤为重要。

只有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与质

量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

家教问题，才能让家庭教育更好

地配合学校教育，促进孩子的健

康成长。

家庭教育是门科学，但就大

部分家长而言，却并不具备相应

的家庭教育知识与技能，家庭教

育的盲目、随意，直接导致了教育

的无效、低效，甚至起到反作用。

诸多孩子因为叛逆而放弃学业，

步入歧途，正是家庭教育误区惹

的祸。因而，好的家教需要每一个

家长潜下心来，做个“小学生”，积

极主动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实践。

这个过程中，专家的引领必不可

少。

《家教对了，孩子就一定行》

就是这样一本指导家长科学实施

家庭教育的专业书籍。作者陈钱

林是位资深的家庭教育专家、全

国知名校长，有着 20 多年家教经

验。该书正是其家庭教育的结晶

与成果的体现。

陈钱林家有一对龙凤胎，儿

子陈杲 14 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18岁获美国名校全额奖学金攻读

博士，26岁任中科大特任教授，攻

克复微分几何领域世界难题。女

儿陈杳16岁入读南方科技大学首

届教改实验班，20岁获3所世界名

校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后获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成就了

如此优秀的孩子？其间固然有孩

子的天资因素，但科学的家庭教

育也不可或缺。在陈钱林看来，每

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教

无定法，但家教却是有规律的。他

研读了陈鹤琴等名人的经典著

作，确立了家教的核心思想为自

立教育，细化为自律生活、自主学

习、自立人格。家庭教育围绕健

康、性格、习惯、情商、知识、能力、

游戏、探究、志向、规则、幸福感和

价值观12项重点。同时，陈钱林在

实践中逐步创新了一些家教方

法，诸如创新“100 个好”评价，引

导孩子走向自律，常讲“你觉得

呢”“照你说的办”，让孩子自主决

定自己的事，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如此等等。

与一些家庭教育理论书籍不

同，《家教对了，孩子一定行》侧重

教育案例，作者用细腻的笔记录

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这些案例自然流淌于生活之中，

看似自然而然，却充满着作者别

有用心的设计与安排，积极正确

地引导，这正是家庭教育的魅力，

看似无意却有意，化春风于无形，

润物而无声。

好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引导孩

子自主地成长，无论是学校教育，

还是家庭教育，都只是外力，而成

就孩子的，却是孩子自己。正确的

家庭教育，就是让孩子找到真正

的自己，实现自我的生长与发展。

家教对了，孩子就一定行。孩

子需要正确的家庭教育，正确的

家庭教育，才能促进孩子更好地

成长，而要做到这些，需要每一个

家长努力！

邹成是广安市岳池中学的老师，

与其结识一年多，每次通话都能听到

爽朗的笑声，感受到一种乐观自信的

情绪。一谈起教育，邹成更是头头是

道，慷慨激昂，言语里都是那种乐在教

育的幸福感。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揭示

了教育真谛，但怎么教？怎么学？邹成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新作《教育：

守望心灵的圆缺》中，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秘诀：用

一颗心灵守望更多的心灵。

《教育：守望心灵的圆缺》分为 8
个篇目共 34章：“心智篇”提出教育既

要养智，更要养心。教育的过程就是开

发、体验、激励和修炼学生心智的过

程，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心灵群落；“思想篇”指出了当前教育

的软肋，倡导健康的教育、科学的教

育，使师生的思想和灵魂充满弹性和

光芒；“理想篇”用作者的亲身经历说

明理想应该与现实对接，如此才使现

实更理想；“信仰篇”从教师职业信仰

的内容、力度和效度对教师提出要求，

指出教育最大的信仰就是爱教育；“美

德篇”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观点“美

德并育”，认为教育的魅力在很大程度

上指向教师的综合素养；“求索篇”指

出教育的挑战是既教书又育人、既立

德又树人，要解决这对矛盾，教师必须

胸怀大爱，身心并育，走进学生的内心

世界；“文化篇”指出文化不仅是一种

人文现象，也是一种心灵现象。教育必

须加大教育的文化含量，重塑学生的

文化动力、文化情趣、文化心理；“守望

篇”提出了一个常被基础教育忽略的

问题，即如何指导学生进行心灵建设。

作者提出，在教育过程中，必须把学生

心灵的修炼、强大和圆润作为每日的

必修课，才能提高学生的快乐指数、幸

福指数和魅力指数。

总之，邹成追求的是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追求直击人心的教育，主张将

教育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追求

学术、教育、教学“三位一体”的生态构

建，将爱的信仰和美的信仰合一。教育

的气场贵在涵养，教育最大的魅力在

于守望心灵的磁场。作为基础教育教

师，不善于仰望星空，就无以守望心

灵。作者呼吁全社会要摒弃一切不利

于孩子成长的诱惑和杂念，做到“乱云

飞渡仍从容”，守望青少年心灵的圆

缺，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守护神。

遍读全书，书中始终洋溢着一份

对教师职业的激情，邹成对教育问题

的思考催生了他对教育本质的追问。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总

结出了教学相长、美德并育等素朴而

实用的教育理念。在分享教育理念时，

邹成并非一个说教者，而是以一个在

场者的身份与同行、与学生、与其他读

者畅谈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最能体现邹成教育理念的，是一

封封真挚而诚恳的学生来信。这些来

信都署以实名，有的已经毕业了，有的

还在就读，都是学生有感于邹成的教

育品格而自发写来的，其中充满了对

邹成的感激和感恩，很多同学都称邹

成为“师父”，甚至使用了“伟大的教

师”“慈祥的天使”“智者和勇士”等评

价语。从这些书信的内容可知，邹成对

学生是认真的。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邹

成始终如一缕春风般吹进学生的心

田，润泽了一片饥渴的土地，把教育园

地浇灌得四季如春。

可以说，《教育：守望心灵的圆缺》

是一本“充盈快乐与激情的教育宣言

书”。本书的目的在于分享教育的快

乐，也期望基础教育不再是教师和青

少年的负担，而是一场轻松愉悦的快

乐相处。

【
读
书
】

盐，对于人类文明的推动作

用，勿需多言。离开盐，我们都活

不下去。

那么，书呢？没有书，我们能

活吗？关于书与盐的联系，我想

了好久。

在古代，产盐的地方都不愁

吃喝。李静睿在小说《慎余堂》里

就写了几家四川自贡的大盐商，

身处北洋军阀乱局之中，既要照

顾生意，又想审时度势。一心想

着，别吃了混战的亏，颇为辛苦。

其中生意最大的余家掌柜，甚至

带上妾小跑到京城，借夜夜笙歌

之名探听小道消息。自贡的盐工

日日在井边辛苦劳作与京城的饕

餮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

盐工们是踏实的，每天日头一出

来，白花花的盐就晒在面前。盐

是食物，也是生计，这一点，盐工

们想得很透彻。余掌柜在京城，

钞票来了又去，只见钱不见盐的

日子，令人忐忑不安。终于，在欲

望的折磨与时局的重压之下，余

掌柜变成了一个只认钱不认人的

老怪物。在余掌柜心里，盐比钱，

要重要得多。

那么，书呢？读书是否比赚

钱更重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有多少人反驳我。

要想说清楚这件事，恐怕就

得追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在读

书是为了“出世”还是“入世”的问

题上，我们的先哲孔子与老子已

经说得相当明白了。

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学习的目的就是要

引发思考，而思考之后，要去寻求

实际的答案。学与思，是一根闭

环。孔子的讲法，明显是为了“入

世”准备的，讲求实用。

老子则说：“埏埴以为器，当

其无，有器之用。”也就是说，陶器

是用土揉捏而成，中间是空的，才

有用。用现代思路理解，就是将

自己放空了，才能往里装东西。

老子当然是出世的想法，认为存

在是种虚无。

两位先贤说的都没错，各有

利弊，归结为个体人生哲学的选

择。但是，倘若将这个选择放在

读书上，我更认同老子。

人，从哇哇落地到寿终正寝，

不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恐怕一

生也学不完。我们不可能永远迷

恋学校系统教育的状态，也不能

任由自己徜徉在社会的大学堂

上。

因此，读书，便成了我们生活

里的彼岸。累的时候，读本书，放

下身体与精神的疲惫。悲的时

候，读本书，将自己的眼泪释放在

故事情节之中，就好像书中有人

陪你一起落泪。高兴了，也读本

书，告诉自己乐极可能生悲。痛

苦了，再读书本，发现原来被生活

欺骗的人，不只你一个。

于是，我们将自己想象成一

只空而透明的玻璃杯，在不同的

生命时刻，往里填书。填过之后，

再放空。

《锵锵天下行》里的罗朗，是

位厨师，称自己是放盐的专家。

他说，任何菜品都要放盐，用于提

鲜。可当你在菜里尝到了咸味，

就说明盐放多了。盐之于菜，应

该是不存在的存在感。

读书之于生活，也是类似的

道理。当你觉得书读得足够多

了，不需要再读了，就说明你的求

知欲还不够，你手里的那只杯子

还没放空。

对于读书，我们要始终保持

空杯心态，就像食物里的盐。读

书未必致用，即使只为了在生活

中，拥有那种像不存在一样的存

在感。

好的家教什么样？ ■ 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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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快乐与快乐的教育
■ 郭发仔

朋友曾问我，为什么经常去图书馆看书。

“手机上也能看啊，专门跑去图书馆多麻烦

呀。”“因为我没钱啊。”我笑着说。但他显然没

有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解释道：“在手机上看

期刊和报纸，很多是要订阅和付费的。但是在

图书馆里，这些都可以免费取阅。”

比如《十月》《中国作家》《当代》等大型文

学期刊，《意林》《南方周末》《中国国家地理》

等杂志，在图书馆里往往可以找到前一个月

甚至是当月的版本。坐在沙发上，用一下午

的时间，像泡一杯茶一样，寻一篇小说慢慢品

着，直到暮色唤醒了腹中的饥饿感，就连回家

的路上，心灵深处都会留有书的余香，

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说出口，那就是阅

读需要特定的氛围。我曾经订阅了某份文摘

类的杂志，一年12期，但是一直到年末，我只

看完了三期，后来甚至连快递的袋子都懒得

拆了。繁忙的生活挤占了太多的精力，让可

以用来学习和吸收知识的细胞常年处于疲惫

状态，即使闲下来，也宁愿散步、垂钓，而不是

纠结小说里的剧情或是思索诗歌里的隐秘。

但是在图书馆，当一列列书架排成队形，

一本本书或卧或立，一叠叠报纸悠闲地从夹

子里下垂时，空气中便多了一种名为宁静的

元素。它们像是隐士所居的竹林，让人忘记

手机里拥挤不堪的消息，把泥沙俱下的思绪

沉淀下来，让脑海获得额外的光合作用，能够

重新容纳一些柔软的、清灵的、温暖的事物。

有时候，我觉得图书馆里的时光是二维

的。它只存在于字里行间，在米色的纸质平

面上，任何悬浮在半空的灰尘、喧嚣，全都是

在另一个时空里的存在。图书馆里，有很多

人在自习。有的在备战高考，有的在复习期

末考试。他们也是为了这如晨曦般安宁却又

生机勃勃的氛围而来，此刻，灵光涌现，思维

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他们提笔的时

候，无数本书都在含笑凝望。

来图书馆，可以有目的地找书看，去寻找

某一份既定的答案，疏通如鲠在喉的困惑。

这时图书馆就是一家药店，每个人来此求药，

治疗自己的疑难杂症；也可以毫无目的地漫

游，等待一份惊喜的邂逅。看自己喜欢的书，

并不一定要对自己有所提高。这时，图书馆

就成了花圃，我们来来往往，都是在花香的氤

氲之中穿梭；也可以把读书理解成对时间的

一种善待，它能让人摆脱被逼迫的状态，读书

只读最喜欢的那一篇，这是图书馆给人的底

气和纵容。

在图书馆里，有很多老人，他们有的戴着

帽子，有的则戴着老花镜，但都坐在桌前，聚

精会神地读着报纸。手里握着那薄薄的报

纸，读着的是他们的青春与回忆。这些上世

纪留下来的文化载体，是他们在精神家园里

最眷恋的乡愁。而看着这些老人还在坚持读

书看报，就像是在朝圣的路上看见了同行的

人，心中又怎能不升腾起深深的敬意与感动？

余生，我也将和他们一样，成为图书馆的

常客，用阅读丰富生命，直至我也像书架一

样，胸怀万象，却又甘于平凡、乐于解惑。如

果天堂也是人间的形状，那我相信在天堂之

中也有一座图书馆，见证着千万年的岁月，无

尽的智慧在馆顶镶嵌成璀璨的星空，每个读

者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做
图
书
馆
的
常
客■

仇
进
才


